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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架构 



微服务架构的特点 

单体架构 微服务架构 

功能交付 慢 快 

部署 不容易部署，不经常部署 经常部署，容易部署 

隔离性 故障影响范围大 故障影响范围小 

系统性能 响应时间快，但吞吐量小 响应时间慢，但吞吐量大 

运维 复杂 复杂 

技术栈 单一、封闭 多样、开放 

系统测试 简单 复杂 

扩展性 扩展性差，垂直扩展 扩展性好，水平扩展 



Cloud Foundry简介 

§  开源的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平台 

§  云原⽣生应⽤用的云原⽣生平台 

§  ⽀支持多种云环境—Multi-Cloud 

Ø  AWS，GCP，Azure, OpenStack，vSphere 

§  易易于扩展 

§  快速发布，滚动升级 



Cloud Foundry架构图 



Demo 

•  CF env: run.pivotal.io 

•  CF account: yuzhao@pivotal.io 

•  应⽤用范例例: https://github.com/cloudfoundry-samples/spring-music 

•  应⽤用技术: 采⽤用spring 框架和spring boot开发的记录专辑信息的⼀一个
⼩小应⽤用，它需要⼀一个数据库服务来存储数据 

•  微服务:  cleardb: spark plan 

•  应⽤用地址: spring-music.cfapps.io 



启动，重启以及重新准备应⽤用 

1. 三种启动应⽤用的⽅方式 

•  cf push APP-NAME –c ‘node APP-NAME.js’ 

•  在manifest中指定要运⾏行行的指令 

•  Command: node APP-NAME.js 

•  Buildpack会为根据应⽤用的类型为其选择⼀一个合适的启动命令 

2. CF如何选择合适的启动命令 

•  第⼀一次部署应⽤用⾄至CF时，cf push默认使⽤用buildpack提供的启动命令，之后，
将使⽤用前⼀一次的启动命令作为默认的。若想要修改，可以⽤用-c 属性或者在
manifest中指定command属性值修改启动⾏行行为。如果想重新使⽤用buildpack提
供的启动命令，可以通过cf push APP-NAME –c ‘null’来修改 



Buildpacks对应⽤用的⽀支持 

•  Buildpack中包含⼀一系列列的检测和配置脚本，为应⽤用提供框架和运⾏行行
时环境，所有在cloudfoundry上运⾏行行的应⽤用都需要buildpack, 
buildpack安装在部署了了应⽤用的Diego cell上。 

•  它会⾃自动检测应⽤用所需的依赖，提供下载、配置、安装⼀一站式服务。
当推送应⽤用到CF的时候，CF会检测该应⽤用，为它选择最适合的
buildpack, 当然，⽤用于也可以在推送应⽤用的同时指明要使⽤用哪个
buildpack， buildpack⽤用于编译和启动该应⽤用。CF现在已经包含很
多常⽤用语⾔言的buildpack, 如go、 java、php、 ruby、 python等，如
果内置的buildpack不不满⾜足需求的话，CF也提供接⼝口，这样⽤用户就可
以实现⾃自⼰己的buildpack了了。 



启动，重启以及重新准备应⽤用 

1. 重新启动应⽤用的⽅方式 

•  cf restart APP-NAME 

•  停⽌止并重启droplet中编译好的应⽤用，⽽而⾮非重新编译。如果只做⼀一些简单的操
作，⽐比如绑定到⼀一个新的微服务上或者更更改应⽤用的环境变量量值，仅仅运⾏行行
restart命令就⾜足够了了；但是如果修改的环境变量量会影响到buildpack, 那么就需
要运⾏行行restage命令了了。 

2. Cf restage APP-NAME 

•  运⾏行行restage命令是，cf将会重新编译⼀一个droplet. 

•  如果改变了了应⽤用的源码，就必须运⾏行行cf push APP-NAME了了。 



基于云平台应⽤用的设计准则 

1.  ⼀一份基准代码，多分部署 
2.  显式声明依赖关系 
3.  在环境中存储配置 

4.  把后端服务当作附加资源 

5.  严格分离构建和运⾏行行 

6.  以⼀一个或多个⽆无状态进程运⾏行行应⽤用 

7.  通过端⼝口绑定提供服务 

8.  通过进程模型进⾏行行扩展 

9.  快速启动和优雅终⽌止可最⼤大化健壮性 

10. 尽可能的保持开发，预发布，线上环境相同 

11. 把⽇日志当作事件流 

12. 后台管理理任务当作⼀一次性进程运⾏行行 



CF应⽤用的额外的准则 

1. 避免将数据写到本地⽂文件系统 

Ø  本地⽂文件系统⽣生命周期短 

Ø  即使是同⼀一个应⽤用的不不同instance之间的本地⽂文件系统也不不是共享的 

2. 跨应⽤用共享cookie 

3. 端⼝口的使⽤用 

4. 推送应⽤用时排除不不必要的⽂文件 

5.运⾏行行多应⽤用实例例以提⾼高可⽤用性 



使⽤用manifest部署应⽤用 

•  Manifest不不是必要的，但是manifest可以提⾼高应⽤用的⼀一致性和可复现性，并未
⾃自动部署提供便便利利。 

•  ⽤用户在运⾏行行cf push的时候，cf会在当前⽬目录中找manifest⽂文件，另外可以使
⽤用-f选项来指定manifest的路路径。 

•  Manifest 示例例： 

•  Manifest中的属性值覆盖cf提供的默认属性值，运⾏行行cf命令⾏行行是指定的属性值
覆盖manifest中的属性值。 



Manifest中的属性 

•  Buildpack 

•  command 

•  disk_quota 

•  docker 

•  memory 

•  Path 

•  Services 

•  routes 

•  Random-route 

•  Timeout … 



Manifest中的path属性 

•  在运⾏行行cf push –p ”path_to_the_file_to_upload” 

Ø  若⽆无-p选项，则默认上传当前⽬目录中初.cfignore中包含的所有⽂文件 

Ø  若-p选项值为⽬目录，则递归的上传该⽬目录下的所有名字 

Ø  若-p选项值为⽂文件，上传指定的⽂文件 

 



Manifest中的services属性 

•  应⽤用会被部署到特定的app space中，所以应⽤用只能与该app space中既有的service实例例
进⾏行行绑定。 

•  Manifest的service块中罗列列该应⽤用将要绑定的⼀一个或者多个微服务，在该app space中的
⽤用户在创建微服务实例例的时候会为其声明⼀一个名字，所以在services块中仅需给定微服
务实例例的名字即可： 

 



为应⽤用创建路路由信息 

1. http route  

•  默认端⼝口号为80或者443 

•  不不可以指定端⼝口号 

2. TCP route 

•  如果⼀一个路路由指定了了某个端⼝口号，该端⼝口号就不不能再分配各其他的路路由 

•  不不可以指定主机名和路路径。 

 

$ cf create-route my-space shared-domain.example.com --hostname 
store --path products 
$ cf create-route my-space shared-domain.example.com --hostname * 
$ cf create-route my-space private-domain.example.com 

$ cf create-route my-space tcp-domain.example.com --random-port 
$ cf create-route my-space tcp-domain.example.com --port 60035 



为应⽤用创建路路由信息 

•  CF的gorouter模块为应⽤用创建路路由信息，分配⽹网址，才能被外界访问。路路由层知道所有
映射到同⼀一个⽹网址的应⽤用的位置，当收到外界的请求后，路路由层会找到与请求地址最匹
配的那个路路由，并使⽤用round-robin算法来实现负载均衡，然后将请求发送给某个实例例。 

•  CF既⽀支持多个应⽤用映射到同⼀一个路路由上，以便便实现负载均衡以及⾼高可⽤用性。也⽀支持⼀一个
应⽤用同时映射到多个路路由上，可以通过不不同的路路由来访问同⼀一个应⽤用实例例。需要注意的
是路路由是属于⼀一个app space的，所以仅⽀支持同⼀一个space内的路路由设定。 

 
$ cf push myapp -d private-domain.example.com --hostname foo 
$ cf push tcp-app -d tcp-domain.example.com --random-route 
$ cf unmap-route tcp-app private-domain.example.com --hostname myapp --path 
mypath  
$ cf unmap-route tcp-app tcp-domain.example.com --port 60000 
 



应⽤用的扩展 

⽔水平扩展: 

 

 

垂直扩展： 

 

 

$ cf scale APP-NAME -i 5  

$ cf scale myApp -k 512M 
$ cf scale myApp -m 1G 
 



CF关闭应⽤用的流程 

•  Cloud Foundry 端的操作： 

Ø CF向主进程发送⼀一个termination signal的信号 

Ø CF将等待10秒，⽤用于关闭应⽤用及其⼦子进程和处理理所有打开的连接。 

Ø 10秒后，CF强制关掉应⽤用。 

•  应⽤用端的操作： 

Ø 接收termination signal  

Ø 关掉监听进程以防接收新的连接请求 

Ø 结束正在处理理的请求 

Ø 关闭现有的连接 

Ø 应⽤用正常关闭或者被强制杀掉 

 



查看应⽤用log信息 

•  export CF_TRACE=true 

•  export CF_TRACE=PATH-TO-TRACE.LOG 

 
$ CF_TRACE=PATH-TO-TRACE.LOG cf push APP-NAME 
 
$ CF_TRACE=true cf push APP-NAME 
 
$ cf logs APP-NAME 
 



应⽤用的准备与运⾏行行 



部署⼤大规模应⽤用的注意事项 

在部署较⼤大规模的应⽤用时，我们还有要考虑⼀一下⼏几点： 

Ø 上传⾄至cf的应⽤用的⽂文件⼤大⼩小不不要超过manifest⽂文件中
cc.packages.max_package_size属性的值； 

Ø 需要保证在15分钟之内将⽂文件上传⾄至cf, 所以对⽹网速的要求是不不要低于874KB/
s, 为节省时间和空间，尽量量避免上传⼀一些不不必要的⽂文件，可在.cfignore⽂文件中指
定 

Ø 要为每个应⽤用实例例分配⾜足够的内存空间，可以在运⾏行行cf push时通过-m 参数在
命令⾏行行指定，或者在manifest中配置，若未指定，默认值为1GB； 

Ø 要为每个应⽤用实例例分配⾜足够的内存空间，可以在运⾏行行cf push时通过-k 参数在命
令⾏行行指定，或者在manifest中配置,若未指定，默认值为1GB . 



在manifest中配置多个应⽤用  

•  1. Manifest中应⽤用出现的顺序决定了了它们的部署顺序; 

•  2. 在manifest中给定应⽤用的名字以及它们所需要的所有属性值 

•  3. 启动manifest中定义的所有应⽤用时，在运⾏行行cf push时不不要再提供应⽤用名字 

•  4. 在运⾏行行cf push时不不要提供额外的属性值 

•  5. 若仅需启动其中⼀一个应⽤用，可以通过cf push APP-NAME来实现 

 



在manifest中配置多个应⽤用  



Q & A 


